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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胎同患脊柱侧弯，
位置、度数完全一样……
专家：青春期侧弯早发现可控制一面签满名字的锦旗，背后故事令人感动

江苏省中医院门诊三楼呼吸科朱
佳教授的诊室里，最近新添了一面锦
旗，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病人的名字。
为什么这些患者要在这面锦旗上签名，
背后有什么隐情？原来，这面特殊的锦
旗背后，隐藏着一个饱含母子亲情、社
会温情、医患感恩之情的故事！

亲情 七旬孝子为九旬老母
寻医

谈起母亲被几所大医院高度怀
疑肺癌因高龄不适合手术的事情，
今年 70 岁的王先生仍双眼噙满眼
泪。

今年春节期间，王先生91岁高龄
的老母亲突然胸背部疼痛，不仅前后
疼，上下左右都不舒服，辗转反侧，夜
不能寐。看到母亲身体不适，王先生
心里非常着急，陪着老人来到南京一
家大医院就诊。

经检查，发现老人肺部有一0.3公
分大的结节，同时有1.6公分的团状模
糊阴影，医生高度怀疑其是肺癌，但明
确诊断还必须做肺部穿刺病理。因为
考虑到老人九十高龄，肺部穿刺有损
伤，即使明确诊断也不建议再做手术
治疗。医院当时就对症给予挂水，一
周后，老人胸背部疼痛症状并没有好
转。换了一家医院就诊后，医生让王
先生带着母亲回去静养，所有药物都
建议不用。

“我母亲平时身体还好，走路比我
还快。本想在她的有生之年，我们做子
女的再好好地孝顺她，谁知突然生病。
我不能眼睁睁地就这样让母亲在家等
着，耗着。”看到母亲受疾病煎熬，非常
孝顺的王先生心如刀绞。

温暖 德技双馨 妙手中医显
神威

王先生多方打听，慕名找到江苏省
中医院副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朱佳教
授。“一见到朱教授，我心里莫名升起
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他笑眯眯地对
待每一位就诊病人，认真地询问患者病
情，耐心地聆听病人口述症状，对一些
反反复复描述的老人从不打断他们，认
真地察看舌苔，仔细地搭脉。

王先生介绍说，朱佳教授接诊老
人后，仔细查看了相关的检查报告，安
慰老人不要着急，根据老人的病情考
虑肺部肿瘤的可能性极大，但因老人
高龄，正气衰弱，会经受不住动刀或放
化疗的治疗方法，可以运用中医药治
疗的优势，从培补正气着手，扶正祛
邪。经过辨证施治，拟中药方剂，经过
两个月中药治疗后，老人症状明显缓
解。

老人认为自己已经好了，就停止服
用中药。一个月后，原来走路较快的老
人，突然走路不稳，需要扶着墙才能挪
步，而且胸背部又开始疼痛。王先生陪
老人又到南京一家专科医院诊治，经检
查老人有轻度脑梗，但医生认为老人的
所有症状起因还是在肺部。

就这样，王先生又带老母亲再次找
到朱佳教授。朱教授结合患者情况，在
原来处方基础上进行调整，老人又服用
了3个月中药，症状缓解，病情明显好
转。最近王先生带着老人进行复查，虽
然结节、模糊团状阴影没有消失，但半
年下来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最主要的
是老人身体不适的症状完全消失，生活
质量提高。

感恩 众“证人”联合签名感
谢好医生

8月1日上午，在省中医院门诊三
楼呼吸科朱佳教授的诊室里，77岁的
苏奶奶正在王先生以及众病友自发制
作的一面“医德高尚最佳医师 妙手回
春医术精湛”的锦旗墙上签名。

“朱主任真是个好医生，他不仅医
术高，而且医德高尚，对病人特别认真
细致耐心。我有慢性咳嗽的毛病，之前
在好几家医院看过，都没有效果。经朋
友推荐找到朱主任，服用了朱主任开的
中药，效果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现在感
冒咳嗽都找朱主任看，他每次都热情地
接诊。”苏奶奶说。

今年50岁的张先生是一名支气管
哮喘患者，每逢冬春季、季节变化时容
易发作，自从服用了朱佳教授开的中药
后，哮喘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为了巩固
疗效，现在夏季他也坚持找朱教授为他
调理。

还有孙先生、毛女士……
“当时我送锦旗来的时候，现场的

病人都要送，他们都有同样的感受，朱
主任对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认真、耐
心，不仅医术高明，疗效好，而且态度特
别好。呼吸系统、肺部有问题的人情绪
多不好，大家一见到朱主任，首先精神
上得到了放松，病也好了一半了。”王先
生说。

冯瑶

一对双胞胎姐妹，同时被查出脊柱侧弯，侧弯的位置和度
数都惊人相似。这个暑假，姐妹俩在南京鼓楼医院接受了矫
正手术，两人术后都长高了将近10厘米，顺利康复出院，新学
期就可以漂漂亮亮地挺直腰板去上学啦！

据介绍，这对双胞胎姐妹花13岁，来自浙江。因为长得
太像，周围病友时常分不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前不久，孩
子的妈妈发现，两个女儿的腰有点长歪了，两侧手臂和腰的距
离明显有差异。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特发性脊柱侧
弯。因侧弯的度数较大，两个孩子来到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
科接受手术。

鼓楼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朱泽章介绍，“两个孩子
长的非常像，从表观上面很难鉴定她是姐姐还是妹妹，片子拿
过来以后，我们在门诊看有侧弯，拍了个片子，这两个简直是
一张片子，度数也差不多，弯的位置也差不多，几乎是一样。”

两姐妹脊柱侧弯的位置、度数都很相似，医生采取了相同
的手术方案，术后也达到了同等的手术效果，两姐妹的身高从
1米58分别长到了1米67和1米68。

朱泽章教授说，这对姐妹花是他们接诊的第27对双胞胎
患者。特发性脊柱侧弯，在青少年侧弯中最为常见，占了
80%，病因不明。从1998年开始，我们脊柱外科开始做相关
病因研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很多孩子很奇怪，都是在10岁以前，青春发育期之前都
非常好，脊柱非常直，等到长个子的时候就发生了侧弯，而且
女孩子比较多，所以我们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
况。目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找了很多易感基因，也做了
很多全基因的关联分析等，发现了一些结果，可能是遗传和基
因相互作用的一个因素。”

记者在脊柱外科病房发现：暑假期间，脊柱外科迎来手术
高峰，病区共143张床位，住着135名脊柱侧弯患者，其中
80%是10到18岁的学生。朱泽章教授告诉记者，由于宣教知
识的普及，近十年来，南京几乎没有严重的青少年脊柱侧弯患
者。眼下病房里大量的侧弯患者来自外省。朱泽章教授提
醒：高低肩、手臂与腰的距离有差异、肩胛骨不对称、孩子发育
期胸部不对称等，都可能是脊柱侧弯的早期迹象。如能早期
发现，通过佩戴矫形支具，约70%的孩子可避免手术。

“这两个孩子现在是13岁，已经过了发育的高峰期，她如
果在两三年前发生侧弯的时候，有些早期迹象，比如肩膀高
低，或者背部有些隆起，可以提示有侧弯的问题，如果当时那
种情况下，及时到医院来，或者到脊柱外科来体检，就可以发
现这些问题。如果在她发育高峰期之前，早期可以采用戴规
范化的支具是可以控制它的发展，甚至可以改善侧弯，成功率
在70%-72%。” 王娟

近期上映的一部最燃最热血的影
片莫过于《烈火英雄》，片中描述的“最
美逆行者”消防员的故事，让无数人泪
目。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火灾时应该如
何采用正确呼吸道保护法逃离呢？

“当火灾情况不严重时，没有典
型症状的呼吸道烧伤早期往往得不
到重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烧
伤整形科于冰主治医师提醒，这种吸
入性的“隐形烧伤”更可怕，甚至在病
情发展的后期，仍然会有窒息危及生
命的危险。

吸入性的“隐形烧伤”更可怕

电影中，滨港市海港码头发生管道
爆炸，整个罐区的原油往外流，化成火
海和阵阵爆炸，而隔壁就是储存着苯、
氰化物等危险品的化学罐区，一旦爆
炸，气体会泄露，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
健康。这是因为苯对上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人一旦吸入后对中枢神经系统有
麻醉作用，重度中毒者会发生昏迷。

于冰主治医师解释，呼吸道烧伤又
称为“隐形烧伤”，这是因为呼吸道烧伤
患者外表无伤或是小伤，比较容易忽

视，有的早期甚至只能看到少许鼻毛烧
焦的痕迹。其实，呼吸道烧伤和身体明
显烧伤相比更危险，发病率和病死率都
很高。

据介绍，热力、烟雾或化学物质等
吸入呼吸道，会引起鼻咽部、气管、支气
管甚至肺实质的损伤。呼吸道烧伤是
一个发展的过程，初期有的患者仅表现
为咽部不适、咳嗽等，伤后72小时之
内，喉头水肿逐渐加重，致使突然呼吸
困难、窒息，如没有及时处理，可导致死
亡。在恢复期，也要注意呼吸道烧伤黏
膜脱落堵塞呼吸道的情况，如果没有足
够的重视，有可能在恢复期因坏死黏膜
脱落堵塞呼吸道导致窒息甚至死亡。

呼吸道烧伤别大意 需尽快
就医

呼吸道烧伤可伴有或不伴有全身烧
伤，由于呼吸道部位的特殊性，一旦受到

高温或化学剂的侵蚀，呼吸道粘膜即可
发生肿胀，重者影响呼吸甚至窒息而导
致严重缺氧。于冰主治医师建议，一旦
出现呼吸道烧伤，应第一时间就医。

那呼吸道烧伤的临床表现是怎样
呢？据介绍，根据呼吸道烧伤的程度临
床上将呼吸道烧伤分为轻、中、重三
度。于冰主治医师说，轻度呼吸道烧伤
仅有口、咽、鼻部的粘膜烧伤，无明显症
状。对轻度呼吸道烧伤的患者无需做
特殊处理，主要是清洁口腔。中度呼吸
道烧伤除了口、鼻、咽烧伤外，还有大气
管的烧伤，引起喉头水肿和大气管粘膜
的脱落，表现为声音嘶哑和呼吸困难，
应防止因喉头水肿而引起窒息，建议尽
快送往最近的医院进行对症治疗，必要
时行气管切开。重度呼吸道烧伤损伤
最为严重，出现严重呼吸困难甚至休
克，应尽快送医，有气道水肿时立刻行
气管切开术。

发生火灾时如何避免呼吸道
烧伤

“曾接诊一位女患者，发生火灾时，
在房间吸入浓烟和热气，导致呼吸道烧
伤。到中大医院就诊后，在急诊进行了
气管切开。”于冰主治医师回忆道，当时
患者恢复顺利，满心希望早日出院，就
在恢复期中，突然发生了呼吸道坏死粘
膜脱落导致阻塞呼吸道，幸亏气管切
开，及时清除了脱落组织，不然后果难
以想象！

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火灾时应该
如何采用正确呼吸道保护法逃离呢？
于冰主治医师提醒，有效阻隔浓烟和
有害气体吸入体内尤为重要。首先切
忌带火奔跑、呼喊，以免导致吸入有害
气体，也避免呼吸道烧伤。其次逃离
时要低身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也
可找来水打湿衣服、布类等用以掩住
口鼻，防止烟雾吸入导致窒息或中
毒。另外，通过浓烟区时，要尽可能以
最低姿势或匍匐姿势快速前进，贴着
墙根找出口。注意，呼吸要小而浅。

崔玉艳

手术前的两姐妹背部肉眼可见隆起。

痘痘是年轻人常见的
皮肤病，严重影响着爱美人
士的自信，抗痘手段层出不
穷，其中挑粉刺就很常见。
但不是脸上什么痘都能挑
的，处理不好的话皮肤感染
不说，还会耽误病情。

爱美的王女士经常会
去美容院做“针清”挑粉刺，
这几日感觉身体很疲劳，打
不起精神，脸上又突然冒了
好几个痘，还有疱，有些痒，
就去相熟的美容院继续挑
痘痘了。美容院按程序把
所有痘痘挑完之后，王女士
觉得踏实多了。但回家后，
她发现瘙痒并没有缓解，个
别的地方还出现了疼痛，而
且脸上和身上还在继续出
痘，于是赶紧来到南京市第
二医院皮肤科就诊。接诊
的李子海副主任医师发现
王女士脸上和身上的水泡
并不是我们常说的“痘
痘”——痤疮，而是水痘，脸
上挑痘的地方已经有点细
菌感染发炎了，所以立刻给
王女士进行抗病毒和抗炎
治疗。

李主任介绍，痤疮是一
种毛囊皮脂腺疾病，受性激
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一
般面部常见，胸背部也常发
生，属于长期慢性的皮肤
病，时间都比较长，没有传
染性，可以表现为粉刺、炎

症丘疹、脓疱、结节和囊肿，
一般无明显感觉或者疼
痛。而水痘是一种病毒引
起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可
以在接触病毒后1-3周发
病，先表现为全身发热乏力
等前驱症状，之后就出现全
身的红斑水泡，皮疹瘙痒明
显，1-2周左右恢复。痤疮
和水痘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但是对于有痤疮病史的患
者，如果警惕性不够，也可
能出现类似的错误。

痤疮好发于年轻人，因
为往往面部发生较严重，所
以年轻人的关注度比较高，
对于痤疮最常见的粉刺，很
多人会自行或者到美容机
构将粉刺挑出，也不失为对
痤疮进行早期干预的一个
办法。但由于卫生意识不
足，对治疗前后的消毒不严
格，往往会出现细菌感染导
致皮肤发炎，而且普通人对
痤疮认识不足，并不能合理
区分玫瑰痤疮、口周皮炎、
寻常痤疮等疾病之间的区
别，甚至会出现这种将水痘
误认为是痤疮的错误，盲目
进行“挑痘痘”，对面部造成
极大的风险，甚至耽误病
情。因此李主任提醒，不管
是哪里出现“痘痘”，最合适
的还是去正规医院皮肤科
就诊。

蒋文 张诗蕴

立秋一到，不少人开始“贴秋膘”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治未病中心夏公旭副主任中医师介绍说，经过一个漫长酷暑
的煎熬，人体内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及脂肪等营养耗损不少，适
当的“贴秋膘”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若贴补过分，相对运动不
足，消耗的热量过低，则易导致肥胖。在立秋后的饮食中，人们
应科学地选择适宜秋季吃的蔬菜，如豆芽、菠菜、胡萝卜、芹菜、
小白菜、莴笋等，这些都是营养丰富又不容易发胖的蔬菜。

夏公旭副主任中医师介绍说，“贴秋膘”最早传于北方，这
与北方的气候有关。而江南立秋后，天气不会马上转凉，暑湿
还比较重。这时人的脾胃功能仍然不是很好，如果这时“贴秋
膘”，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湿热积聚在胃肠中，反而更容易
诱发感冒、便秘、发热，所以在早秋进补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夏公旭特别提醒以下三类人，“贴秋膘”要特别注意食材
的选择和“贴秋膘”的技巧。

1、脾虚患者。脾虚的人常常表现为食少腹胀、食欲不振、
肢体倦怠、乏力、时有腹泻、面色萎黄，这类朋友进补前不妨适
度吃点健脾和胃的食物，以促进脾胃功能的恢复，如茯苓饼、
芡实、山药、豇豆、小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食粥能和胃、补
脾、润燥，因此，若用上述食物煮粥食用，疗效更佳。

2、胃火旺盛者。平素嗜食辛辣、油腻之品的朋友，日久易
化热生火，积热于肠胃，表现为胃中灼热、喜食冷饮、口臭、便
秘等。这类朋友进补前一定要注意清胃中之火。适量摄入苦
瓜、黄瓜、冬瓜等，待胃火退后再进补。

3、老年人及儿童。由于消化能力较弱，胃中常有积滞宿
食，表现为食欲不振或食后腹胀。因此，在进补前应注重消食
和胃，不妨适量吃点山楂等消食、健脾的食物。 杨璞

“肺栓塞，需要进行紧急介入手术。”35岁
的小李（化名），差点让肺栓塞绊住生命的步
伐。幸亏及时送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快
速诊断，迅速手术，这才捡回一命。这场生死
劫难，就源于小李那一周没日没夜的电脑前

“蜗居”……
小李是个资深IT高手，天天加班，一加班

便是几乎一整天都在电脑桌前。前几天，小李
又接个项目，为了赶进度，一天近20个小时以
电脑为伴，吃饭都不肯离开办公桌，更是连喝
水的时间都没有，每天只睡三个小时。有一
天，他觉得自己的左小腿有些肿，还以为只是
坐久了水肿，也就没在意。

就在疯狂加班的第七天，小李突然觉得呼
吸困难、胸痛，同事们赶紧把他送到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急诊。B超检查发现，小李左下
肢出现静脉血栓。根据患者的胸痛等症状及
影像资料等资料，表明左下肢的静脉血栓可能
随着站立等姿势改变，掉到了肺里，如果不及
时处理，随时可能有猝死的危险。

生死时速，一场抢速度的救治随之展开，
小李被推进介入手术室，要迅速把这致命的血
栓“解决”掉。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秦永
林主任医师、柏志斌副主任医师等为小李施行
了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肺动脉溶栓术+下肢
静脉溶栓术，成功手术后，小李逃过一劫。

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柏志斌副主任
医师介绍，像小李久坐不动，再加上很少喝水，
血液浓度增加，身体可能很快产生静脉血栓，
尤其是腿部更是血栓多发地，腿部的深静脉血
栓本身就容易堵住下肢血管，血液回流不畅。
更危险的是，久坐后再稍一动弹，栓子就容易
松动脱落，然后就像个鱼雷般冲向肺部，造成
肺栓塞。

柏志斌副主任医师介绍，虽然肺栓塞在老
年人中很常见，但是青壮年也频频发病。长期
不动，是形成血栓和肺栓塞的危险所在。

肺栓塞的高危人群有老人、孕产妇和长时

间坐车的人。由于老年人血管硬化、平时活动
少，有的还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病，这类
人群血液高凝容易出现血栓；孕妇本身血液较
一般人粘稠，活动又少，怀孕后期肚子大了也
容易压迫下肢，产妇坐月子期间长期卧床不活
动也容易形成血栓；长时间坐火车、汽车、飞机
的人如果一直坐在狭小的座位上，腿部血液流
通不畅也有可能发生急性肺栓塞。此外，有些
患者做完手术后由于怕伤口痛，或者担心影响
康复，很多患者选择卧床不动，这反而会增加
肺栓塞的发病几率。

专家建议高危人群平时要适量运动，多喝
水少饮酒，避免长时间久坐。长途坐车的人要
有意识地伸伸腿、跺跺脚，也可以选用抗血栓
袜来改善下肢的血液流通。 刘敏

《烈火英雄》热映
烧伤外科医生提醒：“隐形烧伤”更危险

长了痘痘去美容院挑破？
小心“挑”出大事！

“贴秋膘”，三类人悠着点

皮肤晒伤了？这几步骤要记牢！

IT男“蜗居”电脑前一周 引发肺栓塞险丧命

暑假是外出游玩的高峰时期，尤
其是去海边玩，即使涂好了防晒霜，
做好了防晒措施，一不小心还是会中
招。如果晒过阳光后，皮肤出现发
红，刺痛、起水泡、脱皮等现象，别怀
疑，你可能被晒伤了。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皮肤科李雪
医生介绍，太阳的曝晒下，皮肤晒
黑是小事，毕竟还能白回来，可是
在肉眼看不到的情况下，肌肤受到
重创导致加速衰老，这可不是闹着
玩儿的，晒伤后的紧急修复尤为重
要！

晒伤后怎么办？李雪介绍，晒伤
后的应急处理，这几步骤要记牢！

第一，赶紧给晒伤的皮肤降温。
外出晒伤后，要尽快用毛巾包裹冰块

或冰水进行冷敷，但注意不要让肌肤
直接接触冰块，这样会让皮肤在晒伤
后进一步受到损伤，每天3-4次，每
次15-20分钟，起到缓解皮肤晒后应
激反应的作用。

第二，合理用药治疗。如果冷敷
不能改善或者缓解红肿痛的话，建议
去皮肤科就医。晒伤处皮肤发痒，可
以口服西替利嗪片，外擦糖皮质激
素。

第三，涂抹保湿类产品。可以选
用低敏的保湿霜，芦荟胶、凡士林等
等，但是建议24-48小时后再使用，
另外要尽量减少衣物与皮肤之间的
摩擦。

第四，一定要注意防晒。吃一堑
长一智，在整个晒伤期，皮肤屏障都

是受损而且脆弱的，经不起阳光的再
次摧残，因此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避
开阳光。皮肤修复一般需要4周时
间，不得已出门时，尽量不要在患处
涂抹防晒霜，等皮肤好了再使用，可
以通过戴宽沿帽子，穿长袖衣裤，戴
墨镜遮阳。

最后，李雪还提醒大家，如果晒
伤比较严重，出现水泡千万不要轻易
刺破它，自行戳破水泡可能增加感染
的风险，而且极大的阻碍了皮肤的自
身修复。如果水泡不小心破了，可以
清洗消毒伤口后涂上抗生素软膏。
如果晒伤特别严重者，出现发烧呕吐
头畏寒的症状，千万别硬扛，迅速就
医才是正确的选择。

丁煜轩


